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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唯识宗时期的“反照智”问题

——理解“唯识学”中国化的新视角

许  伟 a

【摘要】相较于从传统“印度瑜伽行派—中国唯识宗”的角度理解唯识宗或玄

奘唯识学，玄奘西行前的汉地义学论争，是理解“唯识学”中国化的新视角。汉传

唯识宗的“自证”理论与西方哲学“自身意识”理论之关系已有诸多研究，但早在

玄奘将“自证”引介入汉地之前，此问题已经以“反照智”之名得到了相当充分讨

论。鸠摩罗什时代译介的印度典籍是汉地讨论“反照智”问题的基本思想资源，特

别是《中论·观三相品》。随着“义章”“玄义”类专题著作出现，“反照智义”

成为确定的义学论题，得到诸多成实师的讨论。后在吉藏等三论师的著作中，“反

照智”被总结为两种模式和四种理论，此与现代学者的总结基本一致。与瑜伽行派

的“自证”说相比，“反照智”问题不涉及陈那提出的回忆论证与印度量论，也是

讨论“智”而非一般的“识”，但已经在有限的材料下进行了充分的讨论。对于汉

地学僧来说，“反照智”或“自证”最终都在“圣智无知”的模式下被批判。玄奘

唯识学的“自证”理论虽然有着浓厚的印度色彩，但在义学角度来看，对于汉地僧

人来说，或许与“反照智”的讨论没有实质区别。

【关键词】 反照智；自证；唯识学；中国化

a　 作者单位：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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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

近代以来，中国学者理解“唯识宗”或“唯识学”的范式大致可归纳为两种：

一、在近代的唯识学复兴运动中，“唯识宗”被内学院等部分团体当作与天台宗、

华严宗等相对的、更符合“印度佛教”的佛教宗派，隐含意义是“唯识学才是真佛

教”a；二、以胡适（2013：587-588）为代表，即烦琐的唯识学在中国水土不服，

无法与“中国人的思想习惯”和“中国的语言文字”相适应，这种看法在现代中国

的唯识研究中仍然相当流行 b。这两种范式都高度强调“唯识宗 / 学”的印度特征，

因此“唯识学中国化”才成了一种似乎必定不同于禅、天台、净土的中国化的特殊

问题。而在国际学界，随着对梵、藏瑜伽行派资料（特别是安慧的注疏）的研究，

诸多学者又指出“玄奘唯识学”与“印度瑜伽行派”之间有着相当的差异。简而言

之，“玄奘唯识学”或“汉传唯识学”面对着这样的尴尬：中国学者认为唯识学是“印

度”的（而非中国化的），依据印度资料的学者认为唯识宗不那么“印度”。笔者

认为，这种尴尬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，仅从“印度瑜伽行派到中国唯识宗”或“旧

译地论师、摄论师（唯识古学）到新译唯识宗（唯识今学）”这两种“瑜伽行—唯

识”的角度，考察唯识宗 / 学的产生与发展。事实上，《慈恩传》中对玄奘西行的

动机有着清晰地描述，即想通过取得“印度经典（如全本《瑜伽师地论》）”来抉

择“汉地义学”c。笔者认为，要理解“唯识学中国化”，需要引入“回应汉地义学”

的新的理解角度。这种理解，不是局限于“玄奘新译”破“真谛旧译”的“瑜伽行

派在中国的内部斗争”，而是“汉地佛教义学内部争论”。比如，印度瑜伽行派基

本不讨论佛性问题，地论、摄论派和玄奘唯识宗则对佛性进行了大量讨论，甚至以

a　 如参见欧阳竟无（2015：387-388）。

b　 其实欧阳竟无（2015：387）也有类似观点，可侧面印证这两种观点实质都是用“中国 -印度”来分判中

国的唯识宗和其他派别。

c　 参见（唐）惠立本，彦悰笺：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，T2053，p278c5-1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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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五性各别”为其宗义，这显然应被理解为一种“中国化”——义学问题的中国化。

而本文就将以“反照智”这一汉地义学论题为核心，展示这样一种与唯识宗的“自

证”概念有着相同义学内涵的问题在唯识宗传入之前的丰富讨论，由此展示很多看

似高度印度化、具备唯识学特色的论题，其实在玄奘之前，早就在汉地义学论争中

存在了百年以上，玄奘唯识学对很多问题虽然没有直接回应，但绝非漠不关心、守

印斥华，而是通过新译与讲学进行了侧面回应。同样，充满“分歧”的汉地佛教义

学，本身也意味着“丰富”。“唯识学中国化”绝非一个“不符合中国思想”的“印

度教派”如何中国化的特殊问题，因为看似“特殊”的问题其实早已在汉地义学的

丰富性中变成了中国性的问题。

而作为文本主题的“反照智”问题，即追问：是否存在一种能“反照”自身的

“智”？这种“反照”的结构如何？从哲学角度看，这与玄奘所传的陈那的“自证”

理论相似，是一种对自身意识（self-consciousness）问题的讨论 a。姚治华（2005：

6）指出，现代学者更倾向于结合陈那与法称的著作讨论“自证”（作为一种现量），

但其实印度的自身意识问题在瑜伽行派之前早有根源。与“只知法称”类似，在中

国佛教史中论及自身意识问题亦往往“只知唯识”。本文则欲通过几则唐代唯识宗

出现之前的材料，特别是吉藏的材料，展示玄奘将护法唯识学传来汉地之前，汉地

学僧——特别是成实师与三论师——已经依据《中论》等材料，对自身意识问题的

进行了讨论。

为了便于讨论，笔者先简单总结了 Paul William、姚治华、耿宁（Iso Kern）三

位学者对佛教的自知（self-cognition）b模式的分类：

a　 “时间更早、讨论更丰富的反照智问题，与时间更晚、反响更小的自证问题相似”这种论断，更突显

出了过去研究中佛教义学背景的缺失。而现代哲学中的意识（consciousness）概念，一般对应于汉 / 梵语词“识 /

vijñāna”；而“智（jñāna）”往往被认为有某种超世俗性，并非纯粹的哲学概念。但是，从“智”与“识”都涉及“认

知（cognition）”问题——二者含有表示“知”的词素 jñā（对应动词词根√ jñā）——来看，又或从后文提到的窥

基所谓的“缘虑”的角度看，二者有着同样的哲学意义。同时，玄奘唯识学中如《佛地经论》等文献也认为智有四分。

文本的讨论也基本仅涉及这种哲学上的共通性。

b　 异时的反思并非西方哲学中讨论的“自身意识（self-consciousness）”，但也可以视为一种广义的“自

知（self-cognition）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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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：佛教自知理论的基本模式

时间关系 同时（当下） 异时

对象性关系 反身性 / 伴随性模式
对象化模式

同时对象化模式 异时对象化模式

Paul William
（1998）

自身觉知（ii）
（Śāntarakṣita， 寂
护）

自身觉知（i）
（Dignāga，陈那）

姚治华（2005）
反身性的（reflexive）自知
（大众部、陈那之后的瑜伽行派）

反思性的（refelctive）
自知
（说一切有部、经量
部）

耿宁
（2012：145）

陈那之自证分、前反思意识
（《成唯识论》）

反思性意识

下文将会显示，汉地在玄奘之前的以“反照义”“反照智”等名目进行的讨论，

虽然局限于“智的自知”，但确实已经将自身意识问题的两种模式（同时的伴随性

模式与异时的反思性模式）和四种理论（能所二分、当下自证、另立一智、能所不

二）全都总结了出来。笔者希望从此丰富的义学讨论中，展示出理解玄奘唯识学所

处的汉地义学背景，以及理解其中国化的新的可能性。

一、鸠摩罗什时代的译介与讨论

按照传统的“玄学—般若学—涅槃学”的六朝佛教史范式，鸠摩罗什通过《摩

诃般若波罗蜜多经》“一经”和《中论》《百论》《十二门论》《大智度论》“四

论”的翻译，第一次系统地将中观学介绍至中国。而在此过程中，对自身意识问题

的讨论就被译介到了汉地，并开始了讨论。在本章中，笔者就将介绍鸠摩罗什学派

如何为反照智问题的讨论提供理论资源。

1.《中论》中“生—生生”与“自照—照他”

汉地论师讨论“反照”问题时所依据的，无论是认同“反照”或在某种意义上

否定“反照”者，都以《中论·观三相品》作为讨论基础。

《中论·观三相品》先破斥有为法的“生”“住”“灭”三相，第三颂提出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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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穷回退的问题与论敌的回应：

若谓生、住、灭，更有有为相，是即为无穷，无即非有为。

“生生”之所生，生于彼“本生”，“本生”之所生，还生于“生生”。

（T1564，p.9b5-6，b13-14）

此处“本生”与“生生”两个概念，据青目注，这是论敌面对“无穷回退”问

题的七法俱生 a之说：

法生时，通自体，七法共生：一、法；二、生；三、住；四、灭；五、

生生；六、住住；七、灭灭。是七法中，“本生”，除自体，能生六法。“生

生”能生“本生”，“本生”能生“生生”，是故三相虽是有为而非无穷。

（T1564，p.9b15-18）

即通过“本生”与“生生”的相互支持，来避免“生生”还需“生生生”等的

无穷回退问题。

破此论后，《中论》有列举出了另一批论敌之说：

如灯能自照，亦能照于彼，生法亦如是，自生亦生彼。（T1564，

p.9c12-13）

用灯喻来论述，“生”这个法可以自生，故不需无穷引入生他者。姚治华（2005：

15）指出，佛教对自知的讨论源于大众部对智之自知的讨论，其突出特征是认为心

与心所能够自知，并以灯的譬喻进行说明b。他依据的是玄奘译《大毗婆沙论》卷九：

“谓或有执‘心、心所法能了自性’，如大众部，彼作是说：智等能了为自性，故

a　 青目并未提及此论敌的归属，叶少勇（2018：99）指出：“除《青目》引用七法俱生之说外，其他诸家

注释都引述了十五法俱生之说，《般若灯》说这是犊子部（Vātsīputrīya）的观点，而《明句》则将之归为正量部

（Sāṃmitīya）。另外，俱舍论中还能见到九法俱起的说法。”义净译安慧《大乘中观论释》也认为是犊子部的十五

法俱生之说，见 T1567，p.147c24-p.148a12。下文将论述，部分汉地论师后来的将之归之于当时宣说《杂心论》的

毗昙师。

b　 此外，林镇国（2006：171-173）也指出：在《回诤论》中，龙树指出论敌正理派“以量成量”的主张有

无穷回退的问题，论敌以灯“自照照他”来回应。灯的譬喻可能是印度讨论认知问题的常见譬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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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了自、他；如灯能照为自性，故能照自他。”（T1545，p.42c11-14）事实上，《大

毗婆沙论》的早期译本中，《阿毗昙毗婆沙论》卷五中亦早有对应的内容（T1546，

p.31c10-12），《鞞婆沙论》卷十三则没有列举异执 a。由此，参考《阿毗昙毗婆

沙论》可看作《中论》破灯喻的相关材料，此处的论敌可能是大众部。不过，两处

材料间的差异也非常重要，《中论》的语境是以“灯”譬有为相中的“生”，目的

是解决无穷回退之难；《婆沙》的语境是以“灯”譬“智”，目的是说明“一智知

一切法”的一切智问题。后面讨论吉藏的部分将会详细展开，论述这两个语境如何

在汉地混合，共同进入“反照智”的问题中。

总结来说，上面的《中观·观三相品》引文列举了对无穷回退问题的两种回应

方式：（1）上座部系统以“生”与“生生”互缘之说，（2）大众部以灯喻论述“生”

之自生之说。结合《婆沙》所见大众部以灯譬智的讨论，这两种模式又变成了后来

汉地成实师所论的“反照智”的两种模式。而后来的汉地三论师在总结这两种理论

时，又将对此理论的破斥b视为自己的“反照”理论，由此就有了三种“反照”理论。

其实，（1）已经类似护法“自证分”与“证自证分”的互缘模型。依据《成

唯识论》卷二成立“证自证”的第一个理由——“复有第四证自证分。此若无者，

谁证第三”——正是瞄准无穷回退问题的。正是基于这种理论模型的相似性，印顺

（2012：303）等学者认为护法借鉴了有部的理论。这实质上隐含着一种“印度佛教史”

的论断：印度的瑜伽行派论师护法借鉴了印度的说一切有部理论。然而，这一论断

缺乏证据 c。不过，后文将给出一个在唯识传入前，借鉴“生—生生”理论提出类

a　 依据印顺（2011：174-178），《鞞婆沙论》经过僧伽跋澄初译、僧伽提婆的改译，定本约在公元389-390年，

《阿毗昙毗婆沙论》由浮陀跋摩和道泰译于公元 425 年 -427 年。

b　 龙树《中论》与《迴诤论》中的的破斥大体类似，可参见林镇国（2006：173-176）。但是汉地三论师所

选择的破斥，则更接近后文提及的僧肇进一步汉化的思路。

c　 窥基解释识之四分时（T1830，p.320a27-b2），也提到阿毗达磨理论中的“得—得得—非得/本法”“生—

生生—非生 / 本法”，这可能算是此论断的一个例证。不过，窥基是将此作为外难提出，即这两个结构只需要三分而

不需第四分，窥基的回应则是认为这两个结构“非缘虑法，无量相违”，即“得”“生”与心法不同，可见“生—生

生”在窥基的认知中并不是直接对应“自证—证自证”，他也否认了这种对应。而如果从“缘虑”的角度看，“反照

智”显然可以类比于“识之自证”。玄奘唯识学接受的反而是灯喻，《佛地经论》（T1530，p.303a28-b9）即有对灯

喻的辩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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似“自证—证自证”的“智”的结构的汉地理论。（2）则接近不立“证自证分”

的更传统的印度瑜伽行派理论，是更为纯粹的“自证”或“自身意识”模式。

表 2：《中论·观三相品》所记对“生”的无穷回退问题的回应

资源 “有为相”理论 灯喻

印度派别
上座部系
（犊子部 / 正量部 / 说一切有部）

大众部

理论 “生”与“生生”互缘 “灯”当下自照（且照他）

类型 同时对象化模式 同时反身性模式

2.《成实论》与《尊婆须蜜菩萨所集论》

鸠摩罗什所译的《成实论》中，亦提到了对“自体自知”驳斥，提出“法不自知”，

所用的仍是“刀不能自割”的经典譬喻a。此外，姚治华（2005：104-110）依据《成

实论》“此中有说‘意能自知’，言行者随心观而去、来无心，故知以现在心缘现

在心”和“又是人先受乐受，然后取相，故名受乐受时如实知”，认为诃梨跋摩仅

承认异时的反思性自知，即通过意识的异时回忆而完成自知。

而与《成实论》翻译时间相近而创作时间可能更早的文献 b《尊婆须蜜菩萨所

集论》（僧伽跋澄译，下简称《所集论》）中，保存了部分讨论自身意识问题的材

料。其中最丰富的，是卷一围绕“如何自知‘我苦我乐’”进行的讨论。论主在此

给出了 11 种异论，对 10 种给出了问难，另外给出了自己的解释，在此列出关键的

几个观点：

如现在痛（*vedanā，“受”的旧译），自身不更（*anubhūta），过去、

未来痛，亦不乐，亦不苦，云何得知“我苦”“我乐”？

（1）尊摩诃僧耆（Mahāsāṃghika，大众部）作是说：彼痛自然自身更，

a　 参见《成实论》T1646，p.278b27-c2、p.331b19-28。

b　 本论译于公元 384 年，作者“世友”。关于本论的研究不多，印顺（2011，322-337）认为，其作者并非

有部四大论师的世友，而是作为法救后学的譬喻师，创作时间早于《大毗婆沙论》，并被后者参考，即其中所提到的“问论”

或“偈问论”（亦见与世亲《大乘成业论》）。但笔者发现有对印顺说法的质疑，参见：https://book.douban.com/

annotation/85007840/ （访问日期为 2020年 6月 30日）。由于本论在汉地义学中影响甚微，在此仅作为补充材料，

故讨论本论实际创作时间意义不大，更重要的是注意其翻译也是在汉地义学的成型期。



前唯识宗时期的“反照智”问题

71

自然识知。（论主难：）问：此非譬喻。不见有物自然所回转。如有断绝

之物能不（按：“能不”，疑应作“不能”）自相断，戟不自割，指头自

不（按：“自不”，疑应作“不自”）相触，此亦如是……a

（5）或作是说：第一义无有知若苦若乐。言知众生者，亦是邪慢，

言有苦有乐。（论主难：）问：阿罗汉如今不知者，彼有邪慢耶？

（6）或作是说：痛为意转中间，中间我自生识，彼境界于中得知。（论

主难：）问：如意识性，彼非意境界。意识者，及意识识境界 b，彼非痛

性，云何得知……

（8）或作是说：依身苦、乐然后得知。（论主难：）问：如彼依痛

已灭，云何得知“是谓依乐痛”“是谓依苦痛”？犹如彼痛，身不自更，

云何摄意……

（11）或作是说：苦、乐相凭，无复有余苦余乐。彼生意中间境界，

生意识境界，彼乘识处自性，作识相，有苦有乐，况复众生随痛志乱？ c

其对（1）大众部承许当下自证的破斥，也是使用刀不自割等譬喻。（5）的观

点并未标明部派，亦不见于《大毗婆沙论》，但是根据“第一义”来看，很可能是

早期分别论者的看法，即谓依据胜义则智应无知，无苦无乐。后文我们将会看到，

这个观点正是汉传三论宗的最终看法 d。（8）的看法实际上也是当下自知，值得

注意的是论主的问难后一句提到“犹如彼痛，身不自更，云何摄意”，实质即谓如

果未曾领受过、经历过（*anubhūta），就无法回忆它。这个命题可以到处陈那证

a　 本论所列的第 1 到第 4 种观点，分别是大众部、法藏部、化地部和犊子部的观点，与《大毗婆沙论》

T1545，p.42c11-21引用的四宗的观点大体一致，只是论题不同：《婆沙》讨论的是能知一切的智，能否知其自性、相应、

俱有以及能知的是否补特伽罗，本论讨论的是何者知苦、乐受。但二相对照，或许二者在印度本就被视为同一个问题。

b　 “意识者及意识识境界”，《中华大藏经》第48册（影印《金藏》）作“意识者及意识境界”，第二“识”

字或为衍文。

c　 参见《所集论》，T1549，p.727a26-b25。

d　 本论十分重视这种看法，也将其列入了最后的总结偈颂中：“（大众部：）自然、（法藏部、化地部：）

智慧者、（犊子部：）人、（5）最第一义。（论主：）志所造痛身，已生苦、乐行。”这种观点近似于中观派的观点，

但考虑到本论的时间可能早于龙树，故而其身份尚有待考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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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其自证分的“回忆论证”的基本前提：如不曾经历，则无法回忆 a。

（6）和（11）观点相似，文字都颇为难解。（6）可能是说，受被意识认知，

因此知“我受苦乐”。而论主问难“如意识性，彼非意境界”，当指“‘意识的自

性’不是意识的境界”，即意识不能自知，后半句则是说“意识”与“意识境界”

本身与受性质不同，所以无法由此知受。而（11），或可对照本论卷三的总结：

复次，乐痛放逸，彼境界生意识念。彼“识”与“意”（按：此“意”

可能指“心所”）共同作吾我想，便自知“我受乐痛”。况复众生以痛见逼，

心便愦乱。b

据此，此观点大意是：首先产生苦、乐受，然后此受产生于意识中，显现为意

识之相（通过心所法“想”的取像作用，其性质也就变为意识之境界），再被意识

分别产生“我受苦、乐”。即与前文《成实论》的“先受乐受，然后取相，故名受

乐受时如实知”相似。只是《所集论》还补充了，因为众生受逼迫，所以容易产生

混乱，所以更容易产生“我受苦乐”这类想法。当然，《所集论》因为可能年代尚

早，并没有后来经部明确的带相说，这里的“作识相”可能还是指“想”心所的取

像（nimitta-udgrahaṇa）功能 c。

总之，《所集论》和《成实论》，也从批判的角度，为罗什时代的学者提供了

关于自身意识问题的大量材料。前者文本晦涩，实际上也基本没有历史影响。《成

实论》则在汉地催生出重要义学团体“成实师”，我们也将在后文看到，吉藏等三

论师所批判的各类“反照智”义的提出者，恰恰就是几位被视为“成实师”的汉地

a　 这种理论可能是印度的流行看法，如《唯识二十论》中论敌使用就用此理论论证外境实有，世亲将

其总结为“anubhūtasyārthasya smaraṇaṃ bhavati”（有对曾领受过的对象的忆念），玄奘直接译作“先受后

忆”，（T1590，p.76b27-b28），世亲更早的《俱舍论·破执我品》论述外难也用了相同的表述“kathaṃ…cira-

anubhūtasyārthasya smaraṇaṃ bhavati”（怎样有对曾被领受了很久的的对象的忆念），玄奘译作“于曾所受久相

似境何能忆知（T1558,p.156c26-c27）。

b　 参见《所集论》，T1549，p727a26-b25。

c　 但是，将“先受乐受，然后取相”理解为“先受，后想”，与《成实论》卷五“凡夫识造缘时，四法必

次第生：识次生想，想次生受，受次生思思（第二‘思’字衍？）及忧喜等”（T1646，p.277c16-c18）的“想”在“受”

前的独特理论相悖。这种独特次序或许与解释烦恼生起相关，“想”偏向于指“颠倒想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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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僧 a。

3.《百论》

《百论·破神品》解释“如意”“神亦神”之文时，婆薮开士释文提到有一

派 b认为“意不自知”，以“神”知“意”者，释者给出了“以现在意知过去意”

的说法：

外曰：如意 ( 修妬路 )。如死人虽有眼，无意故，神则不见；若有意，

神则见。如是神用眼见，离眼不见。

内曰：若“有意能知，无意不能知”者，但意行眼等门中便知，神

复何用？

外曰：意不自知。若意、意相知，此则无穷。我、神一故，以神知

意非无穷也。

内曰：神亦神（修妬路）。若神知意，谁复知神？若神知神，是亦无穷。

我法以现在意知过去意，意法无常，故无咎。（T1569，p.173a1-9）

此处的外道认为，意识只能知其对象（意不自知），不能以自身为对象，所以

要认知意识就需要立另一个意识，导致前面提到的无穷回退。他们提出了解决此问

题的另一个思路：另立“神”来知意识，中断无穷。这种思路与建立“生生”来生

“本生”一致，不过问题在于外道显然并不认为“神”与“意识”是互知的，故《百

论》仍旧以“谁复知神”的无穷回退来破斥。总体来说，外道的说法十分简单，值

得注意的还是《百论》的破斥。《百论》最后的小结是：因为意识是无常的有为法，

所以只能以现在意异时知过去意。这与《成实论》一致，都是从根本上否认当下自

知，也否认同时有多个元素互知，因为同时只要有多个元素，就无法避免无穷回退。

a　 当然，《成实论》明确否认当下自知，或仅承认意识的反思性自知，但部分成实师却认为可以用某种方

式成立反照智，这本身可能也说明“成实师”这个团体在汉地义学的讨论中，不完全按照印度著作《成实论》的立场。

这种差异有待另撰文辨明。

b　 吉藏：《百论疏》（T1827，p.267c15-c19）给出了此观点归属的三种说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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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《肇论》

上面提到的文献都是鸠摩罗什时代译介的印度材料，更多是作为汉地学僧讨论

的基础背景。而对后来自知问题讨论的另一个重要开端，是僧肇的《般若无知论》。

本论并未直接讨论“反照智”或自身意识问题，但其对“般若”做出的“无知”的

限定，成为汉地宗派讨论“反照智”问题的最终旨归。如下面一段论述：

此辨智照之用，而曰无相、无知者，何耶？果有无相之知、不知之照，

明矣。何者？夫有所知，则有所不知。以圣心无知，故无所不知。不知之知，

乃曰一切知。（T1858，p.153，a25-28）

“智照之用”，即智的认识作用，本论的结论则是真智有“不知之照”a。后

文将会看到，汉地义僧在批驳种种“反照义”之后所给出的自己的观点，大略都可

以“般若无知，但有时可以说为自知”来概括。具体来说，他们会引入二谛的区分：

在真谛上，智既然无得，那么就根本没有也不需要反照智。其实，这种观点与前文

《尊婆须蜜菩萨所集论》所记论的第（5）个观点类似，第一义的智是无知的，所

以在此意义上不自知苦乐。他们所秉持的观点，对玄奘所传唯识宗的自证说主要是

批判态度，而与唯识宗的另一个种理论模型——见道位根本无分别智亲证真如——

有着真正理论上的对应性。

5. 小结

本章介绍了鸠摩罗什时代的几个汉地重要文献，这些文献的译介过程中，已经

通过将“自知”理论当作批判对象，将其引入，并且为后来成实师、三论师对“反

照智”问题的讨论奠定了基础。《中论》所破斥的关于有为相的两种异说，已经提

供了后来讨论自身意识问题的两种基本模式：（1）同时的反身性模式；（2）同时

的对象性模式。《成实论》《尊婆须蜜菩萨所集论》和《百论》则提供了两种时间

模式：（1）异时的自知；（2）同时的自知。僧肇的《般若无知论》则总结中观派

a　 僧肇的原意有很大的解释空间，比如可能与魏晋玄学关于“无”的讨论相关，但“僧肇的原意”和“这

种思想倾向所产生的影响”，则是两个问题，文本欲借此材料讨论的则是后一个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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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关于智的论义，为后来讨论“反照智”提供了基本结论：胜义谛上，智无知无得，

没有也不需要“反照”或“自知”。

二、汉地义学文献中的“反照智”问题

六朝佛教发展的后期，逐渐出现各类“玄义”“义章”“门”类义学著作，对

当时自宗或他宗的宗义进行总结、批判，相关论题则被称为“×× 义”。而智的

自知问题在“反照智”的语境中被讨论，多被放在“二智义”（权、实二智或胜义、

世俗二智等）等标题下讨论。注释了《中论》的吉藏，对前面提到各家“反照智义”

进行了完备的总结。

1. 吉藏《大乘玄论》与《中观论疏》中的“反照智”

吉藏《大乘玄论》“二智义”一节分为十二门，其中第十一“常无常门”提供

了当时对自知问题的讨论，吉藏也做出了总结：

常无常门第十一，略明四句。一、境、智俱常，唯大乘有之，小乘无也，

以小乘凡、圣之智皆无常故。

但大乘境、智俱常，凡有三义。一、常智照实相境……二、常智照

虚空常境……三者，常智还自照智，即是反照智义也。

……

次无常照无常有二句：一、照无常境；二者、无常自照无常智。

问：无常智还照无常智，与常智知常智何异？答：常智知常唯有一义，

无常智知无常有二义。一者，后念智知前念智；二者，一念智即自能知。

得并观者，具有二义；未能并者，但有前、后相知也。常知于常，但有一

念自知，无前、后知也。（T1853，p.62b17-c7）a

a　 亦见于吉藏：《净名玄论》T1780，p.890c5-p.891a1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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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藏这里在讨论“常智”与“无常智”各自的认知对象，分别提到二者都能“自

照”，并在最后区分了两种模式的“自照”。第一种，后一刹那的智认知前一刹那

的智，即异时的反思性模式；第二种，当下自知，不过此处未明言具体如何自照。

吉藏认为，大乘常智的自照，只有当下反身性的自照，常智的自照则可有两种。

表 3：吉藏《大乘玄论》所记“智之反照”

两种反照义 后念智知前念智 一念智即自能知

类型 异时的反思性模式 同时自证

无常智照无常智 有 有

常智照常智 无 有

而吉藏此处的论断，并未交代问题的背景。但考察其《中观论疏》，可知这里

的理论正是来自对《中论·观三相品》的解读。吉藏将《中论》“灯若未及闇，而

能破闇者，灯在于此间，则破一切闇”一句视为对“灯自照照他”喻的“近、远相

决破”，并在此处提到了对“反照智”的破斥：

此中即兼破常人反照智及自觉、觉他义。常人解反照义不同。

（异说 a）一云：离出一智，能照于智，名反照智。

（吉藏难：）（1）若别出一智为反照智者，此是智别照于智，非谓

反照智也，故如指端自触指端名为反触，如一刀自斫此刀名反斫刀，何得

以两刀相破名反斫刀耶？作反照智义不成也。（2）又初智不能自知，何

名一切智耶？

（异说 b）次云：自知其体，名反照智也。

（吉藏难：）（1）问：既言自知其体名反照智者，便应有能照、所照，

即成境、智二体。若无能、所二者，云何名反照智耶？故反照成即堕二体，

免二体即无反照。（2）又破常义云：若灯自照、照彼，导亦应自导、导彼，

解亦应自断、断彼，识应自识、识彼。

又毗昙人八微恒俱，虽复共俱，各自守性。今问：火不令余物体成热。

亦应不能烧余物。又若色不热遂令热者。色性非缘应令成缘。（T1824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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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82b3-b18）

此段给我们的第一个信息是，当时有“常人”在讨论“反照智”，并且至少有

两家（据后文，皆是成实师），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在吉藏（549-623）时代——玄

奘（602-664）大规模译介印度瑜伽行派文献之前——就已经成了汉地佛教讨论的

主题。同时，吉藏认为“此兼破常人反照智义”，也就是说在他看来，“智之反照”

的问题和此处的灯喻是密切相关的，所以才能“兼破”。但是要注意，虽然《大乘

玄论》中说“常智照常智”和“无常智照无常智”都有这种“一念智即能自知”的

模式，但是此处提到“自觉、觉他”，再加上《大乘玄论》中“常智照常智”被省

略为“即是反照智义”，以及吉藏破（异说a）中说“初智不能自知，何名一切智耶”，

因此此处讨论的应该是“常智”，亦即某种意义上的圣智。当然，从基本的问题模

式上来说，这里的讨论应该是可以通于一般意义上的智（jñāna），乃至凡夫之识

（vijñāna）。

其次，不同于《大乘玄论》是从时间模式上讨论自知，这里的讨论针对“灯同

时自照、照他”，所以讨论的当下 / 同时自知的两种模式。异说（a）即同时的对

象性模式，认为同时有两个智展转互缘；异说（b）即同时的反身性模式，认为一

个智当下反照。

吉藏对（a）的破斥（1）中用了刀、指之喻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（2）“又初智

不能自知，何名一切智耶”一句，本句据文势是吉藏之破斥，但吉藏否认反照，本

句文意则似以反证来论证有反照：如果初 [ 一切 ] 智没有反照自知，怎么能叫作一

切智？抛开文意本身不谈，“获得一切智时，此一切智是否知自身之智”这个问题，

被姚治华（2005）看作佛教中自知理论的重要起源，即当圣者获得一切智时，如果

一切智不认知自身，那么如何能说圣者在此时获得了一切智。“一切智”可以替换

为知“诸行无常 / 诸法无我”等。而这个问题实际上早见于《发智论》，《大毗婆

沙论》中有展开的讨论。对于吉藏来说，他可以看到这两个文献的较早译本，即《阿

毗昙八犍度论》以及《鞞婆沙论》《阿毗昙毗婆沙论》，《阿毗昙八犍度论》已经

将此问题列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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颇有一智知一切法乎？答曰：无也。若此智生“一切诸法无我”，

此何所不知乎？答曰：不知自然，不知共有法，不知相应法也。颇有一识

识诸法乎？答曰：无也。若此识生“一切诸法无我”，此何所不达乎？答曰：

不识自然，不识共有法，不识相应法。（T1543，p.773a22-27）

此处的“自然”，据玄奘译本即“自性（*svabhāva）”，据《婆沙》，即是

针对大众部的“心可自知”而发，认为认知“一切法无我”的智所认知的“一切法”，

在此智生起的时候，并不包括此智本身。同时，前引文最后对“又毗昙人”（可能

是指当时宣说《心论》与《杂心论》的毗昙师，也可能泛指有部）的引述，似乎显

示吉藏对阿毗达磨与毗昙师理论的熟悉。但是，也并无更具体的证据来确定吉藏的

注释是否依此而发。不过，吉藏确实发现了印度佛教讨论过的问题。

吉藏对异说（b）的破斥就是在做概念辨析，认为“反照智”必须有“能、所”，

所以认为只有一个“智”不能成立反照。这一论断的前提是，一个智不能同时充当“能”

和“所”。同时，这一论断恰恰又是异说（a）的观点。也就是说，吉藏通过对（a）

和（b）的破斥，其实根本否定了智之自照的可能：若能、所分二，则算不算自照；

如果有能无所或有所无能，则不能成立自照，对此之否定其实也应否定“能、所合

一”。

总而言之，虽然吉藏在《大乘玄论》中提出了“一念智即自能知”，并认为常

智与无常智都有这种特质，但在《中观论疏》中却从概念是否定了“自照”的可能。

亦即，吉藏本人其实并没给出一种它支持的反照智义，而只是将其说为一种可能。

2.《大乘四论玄义》中的四种反照理论

另一与《大乘玄论》关系密切的三论宗文献《无依无得大乘四论玄义记》a（下

a　 所谓“四论”，即在《中论》《百论》《十二门论》和《大智度论》。本文献全本不存，《卍续藏》本

仅存卷 2 和卷 5-10，后陆续有写卷被发现，韩国学者崔铅植有整理本。关于作者，《卍续藏》本谓“唐均正撰”，

一般认为其即与吉藏同师法朗的“慧均僧正”（见日僧凝然《内典尘露章》“三论宗”条，《大藏经补编》第 32 册

182 号），然卷十惟作“均正撰”，历代目录亦仅作“均正撰”，并无“唐”字。崔铅植（2014）认为其乃百济留学

僧之撰述，伊藤隆寿（2009）则指出了其为新罗撰述之可能。不过，即便其非汉地撰述，其记录的材料也显然是汉地

的，故无碍于本文的讨论。



前唯识宗时期的“反照智”问题

79

简称《四论玄义》）中，对“反照智”又有进一步的总结与说明。

问：二智（按：前文讨论的权、实二智）得为牙 [ 互 ]a相知不？二

智为自智 [ 知 ] 不？

答：具如《十地义》中说。今更明之，论师等释不同。

一、龙光云：用反照，故照一切智。一切智即是所照，反照即是能照。

复更有反照智知此“反照知 [ 智 ]”，如是更有“反照（智）”，无穷反照也。

二、开善等云：即“照青知 [ 智 ]”，反照“青知 [ 智 ]”，所以窂 [ 罕？ ]

有，非二乘所得也。

三、云：一“大反照智”照一切智，更立“小反照知 [ 智 ]”照“大

反照智”。然此“小反照知 [ 智 ]”，还为“大反照知 [ 智 ]”所照。此“小

反照智”唯能照“大反照（智）”。大反照故（按：四字衍？），“大反

照知 [ 智 ]”则能照“小反照知 [ 智 ]”，复能照一切知 [ 智 ]。此似教 [ 数？ ]

人四相义。此破如《论》中说也。

今大乘明义则不然。此“能”是“所能”，此所是“能所”。既是“能

所”，离“能”无“所”；既是“所能”，离“所”无“能”。无“能”，

故随意反照，无得也。

这段文字中列举了三家智之反照理论并批判，最后归结于作者所宗的“大乘”

理论，相当于给出了四种反照理论。

表 4：《大乘四论玄义》所记“二智义”

反照智义 模式 问题
龙光：有能照、所照 同时性、对象性自知 无穷回退
开善等：即智反照 同时性、反身性自知 非一般性
小反照智照大反照智 同时性、对象性自知 类似“生—生生”

大乘明义：能、所相待
胜义不承认反照智，
但可为方便而“随意反照”

第一种龙光的理论最为简单，即认为自知过程中有“智”和“反照智”两个智，

a　 由于《卍续藏》本舛误颇多，在此用“[ ]”标注应作字，“（）”表示脱漏字，下划线标注专门概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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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反照智”是能，“智”是所。其问题在于，这种能所模型中“反照智”的自知又

需要建立反照智，导致无穷回退。

第二种开善的理论，谓认知青色之智本身就能反照自身，类似于陈那的自证理

论，即当下的反身性认知。不过，此处并未将自知之能力独立成一个“分”。此外，

由于“所以窂有，非二乘所得也”这一句“窂”字难解，所以无法确定仍是转述开

善的理论，还是《四论》作者的批判。此字很可能就是“罕”之手写体，那这便是

开善自己的立论，即谓这种反照智只有佛有，二乘则无。灌顶述，湛然记的《涅槃

经会疏》卷二提到“开善、庄严云：佛有智，能自照”（T1767，p66a8-9），可以

作为佐证。但若如此，即意味着《四论》作者并未直接批判此义。

第三种理论并未标明持有者，但是理论和护法的“自证分—证自证分”极为相

似：“智”由“大反照智”认知，在此意义上同于第一种理论；但“大反照智”由

“小反照智”认知，“小反照智”由可由“大反照智”认知，由此二者互相扶助，

避免无穷回退。而本段最后谓“此似教人四相义。此破如《论》中说也”，“教”

应为“数”字之误，“教人”即当时据《心论》《杂心论》讲授法数之学的毗昙师，

“四相”即有为四相，如此“如《论》中破”的《论》或许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《中

论·观三相品》中对有为三相的破斥。换句话说，《四论》作者之宗派，实质上认

为有部的有为相理论和这种反照理论相似，故也可用同样的方法破斥。前文提到，

有学者认为，护法的证自证理论是受到了有部有为相理论的影响，这确实注意到了

二者的相似性，但缺乏具体的文献证据，很难说护法就确实受到有部影响；不过，

在此可以看到，至少在汉地，确实有可能有一批学者受到有部的有为相理论的启发，

建立了“智—大反照智—小反照智”的模型来回应智之反照中的无穷回退问题。

最后则是“大乘明义”，也就是被《四论玄义》“无依无得大乘义”的自宗义，

其理论则并不复杂，核心与僧肇的《般若无知论》相似：因为智本身就无所得，所

以自照与照他都无所得，当然可以根据需要成立或驳斥“反照”，即“随意反照”。

3. 灌顶《大般涅槃经疏》中的四种模式

灌顶《大般涅槃经疏》注解《涅槃经》“譬如日初出，光明甚晖炎，既能还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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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，亦灭一切闇”一颂处，记录了关于反照义的论辩（这也交代了“反照智义”在

汉地学僧解经中的应用），包括“开善、庄严”和“光宅”的两家反照义、慧观对

两家的破斥，以及灌顶自己的问难，所以实际上也和《四论玄义》一样有四家义：

旧解“日还自照”，诤论不同。

①开善、庄严云：佛有智能自照。

②光宅云：佛果无有自反照智。

观师难光宅云：佛无反照智，亦应不自知作佛、不作佛。

彼救云：佛虽无智，知作、不作，若欲知时，借诸佛智，佛道同故。

今更问之：佛道既同，诸佛无智，何所可借？又并但能知他，无智

自知者，唯应觉他，不名自觉……

次问开善、庄严：汝用反照智照一切种智者，复用何智照反照智？

是则无穷。

③观师自云：佛无别反照智，只自有智，智能反照。如此说者，即

害两家（云云）。

今明佛有一智三智，三智一智，非三非一，而三而一。一，道种智，

外破诸闇；二，一切智，能反自照；三，一切种智，非内非外，非自非他。

若即一而三，可难光宅；即三而一，可难开善；三、一难思，可难观师。

（T1767，p66a8-a23）

表 5：《大般涅槃经疏》所记“自照”义

反照义 模式 问题
开善、庄严：有反照 * 同时性、对象性模式 无穷回退

光宅：无反照
无则无自知作佛、不自
觉

慧观：自有智能反照 同时性、反身性模式 论断不周
灌顶：道种智照他，一切智
自照，一切种智难思

据需要，可同时性、对象性，可
同时性、反身性

此处的说法和《四论玄义》略有出入。此处慧观认为“开善、庄严”的问题在

于智有能所故无穷回退，此对应的是《四论玄义》中对“龙光”的破斥；此处慧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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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说法，对应《四论玄义》中“开善”的宗义。因缺乏文献，故无法详论断历史，

但笔者亦无意考证。而“光宅”的说法是根本否定“佛果”有反照智，说法其实类

似《四论玄义》，佛智无知，在某些情况下以某种特殊的方式说佛有知。

灌顶自己的看法，则是天台一贯圆融的论辩术，在说“三智”方面，照他的是

道种智，自照的是一切智，如此回应反身性模式的问题；而就三一相即来说，其

实智可自照、照他，如此回应对象性模式的无穷回退问题。但实质上，这种思路

还是与《般若无知论》《四论玄义》相似的思路，或者说根本上类似二谛的思路：

为了特殊的需求，可以假说自照；但论其究竟，智无知而无自照。不同的是，二谛

总还是要承认第一义谛相对于世俗谛的真实，在灌顶的或天台的思路中，这种差别

可能就未免不够圆融，需要被消泯了。

4. 小结

经过前面的讨论，可以看到，其实在玄奘将陈那、护法为代表的印度瑜伽行派

的自证说介绍到汉地之前，汉地已经用“反照智”这一话题，作为“义章”“玄义”

类著作中的一种“义”，对问题的模型进行了讨论和总结。特别是吉藏所总结的模

型，基本上就是现代学者讨论瑜伽行派的自证说的模型，熟识此说之人几乎可以毫

无困难地理解自证说。并且最重要的是，汉地的三论、天台二宗，都或多或少继承

了鸠摩罗什及其弟子的思路，虽讨论反照智，但最终否认反照智。

三、“反照”“自证”与“道德性自身意识”

阐明汉地的“反照智”问题后，笔者欲阐明其与玄奘所传的自证说的异同，以

及其涉及的“道德性自身意识”问题。

1.“反照智”与《成唯识论》中“自证分”的异同

“反照智”与玄奘所传的“自证说”最基本的不同，在于反照智在讨论“智”，

玄奘的自证分则是在讨论“识分”之一分。至于二者细致的区分，则可以通过对《成

唯识论》中的“自证分”与“证自证分”的细致分析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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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成唯识论》中对“自证分”和“证自证分”的定义与证明：

（“自证分”）

（a）相、见所依自体，名“事”，即“自证分”。

（b）此若无者，应不自忆心、心所法，如不曾更境必不能忆故……

（c）然心、心所一一生时，以理推征各有三分，所量、能量、量果别故。

（a）相、见必有所依体故。

如《集量论》伽他中说：“似境相，所量，能取相、自证，即能量及果，

此三体无别。”

（“证自证分”）又心、心所，若细分别，应有四分，三分如前，

复有第四证自证分。

（m）此若无者，谁证第三？心分既同应皆证故。

（n）又自证分应无有果，诸能量者必有果故。不应见分是第三果，

见分或时非量摄故。由此见分不证第三，证自体者必现量故。（T1585，

p10b7-b22）

由此可以看出，《成唯识论》中“自证分”的成立，不仅仅是自身意识问题，

而是本身涉及三种定义，对应“自证分”承担的三种功能 a。

两处（a），即“自证分”作为相分、见分的体，在此意义上其亦被称作“自体分”，

其解释了相、见二分的来源，也反映了护法唯识中以“相”为“有”的有相唯识的

特征：正因为相、见二分是由依他起性的自体分转变而生，所以其也是依他起性，

而非无相论所认为的遍计所执性 b。这是作为存在论基础的自证分。

而（b）（c）两种对自证的讨论，都来自陈那《集量论·现量品》，大致分

a　 在较早文献中名称、内涵各异的概念，后来被整合到一个统一的概念中，这是概念史中的常见现象，最

具代表性的当属瑜伽行派的“阿赖耶识”概念，其种种“异名”实质上意味着其有不同问题与文献来源。“自证分”

也是如此，有不同的问题来源。

b　 参见《成唯识论述记》，T1830，p.241a1-p.242a1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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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对应第 9-11ab 颂和第 11cd-12 颂 a，《成唯识论》这里只引用了第 10 颂。（b）

被称为“记忆论证”，是后来印、藏中观批驳瑜伽行之自证的主要切入点，某种意

义上这才是前文一直讨论的自身意识问题所对应的自证概念。这是作为自身意识的

自证分。《集量论》已经提到了它面对的无穷回退问题，这也是护法提出（m）意

义上的“证自证”的背景。

（c）则是对见、相、自证三分在量论中的作用的定位。这是量论中作为量果

的自证分。

同时，也可看到“证自证”本身也对应（m）（n）两种功能。（m）类证自证，

对应的是（b）类作为自身意识的自证分，其是为了回应无穷回退问题；（n）类，

对应的是（c）类知识论中作为量果的自证分，是为了完整“能量—所量—量果”

的结构 b。

通过这种澄清，可以对前文讨论的“反照智”问题与唯识宗的“自证分”问题

做出辨析：反照智问题与（b）—（m）类“自证—证自证”几乎完全对应，《四

论玄义》中出现的“大反照智—小反照智”与之异曲同工，但是不过，现存“反照智”

的讨论中并没提到记忆论证。同时，“反照智”与（a）（c）—（m）二类偏向于

量论的自证分无关。这显然有着历史原因：如前所述，汉地对于反照智的讨论，很

大程度上源自中观派文献所破斥的观点，而那些文献所批判的论敌并无量论的背景。

2.“反照智”与“道德性自身意识”

倪梁康（2019a，412-417）指出，笛卡尔、胡塞尔之“我思”与唯识学四分说

中的“自证分”，都未被赋予道德判别的含义，有道德含义或属性的“道德自证分”

或者说“道德性的自身意识”则来自王阳明与熊十力。“唯识宗的自证分没有道德

含义”这一论断相当准确，因为对于唯识宗来说，一般凡夫的“识”有自证，但显

然不会有道德含义。

a　 中译参见法尊，1982，6；英译参见服部正明，1968，28-30。

b　 可以发现，“证自证”的这两种作用都和意识问题没有直接关系，故倪梁康（2019b：69-70）都认为“证

自证”的加入反而使得“自证”更接近“反思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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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玄奘唯识学中承担类似“道德自证”的功能的，则是“正智缘真如”（见道

位根本无分别智亲证真如）这一理论。而玄奘唯识学中与熊十力处“道德自证分”

概念对应的论题，不是识之结构中的自证分，而是“正智亲证真如”。熊十力可以

作为理解这一点的中介，因为在熊十力与吕澂的论辩中，与熊十力的“本心自识”

对应的，正是“正智缘真如”。作为瑜伽行派“五法”的“正智”与“真如”，在

《成唯识论》的体系中来自“二转依”，正智以本有无漏种为亲因，二者性质是“有

为无漏”，真如的性质则是“无为无漏”a。正因为性质的根本不同，所以这个认

知过程必定是“能、所为二”的，亦即对象性的。吕澂的“性寂—性觉”之判，其

与熊十力的论争，所围绕的正是二者是否二分的问题：熊十力认为二者为一，正智

缘真如，实则是心体自知，即“发明自家本心”“本心自识”，不必是对象性的，

而应该是反身性的；吕澂或说唯识派认为二者性质一是有为、一是无为，所以正智

缘真如必然是有能、所结构的，或者说对象性的 b。

故而，熊十力所代表的新儒家所讨论的“道德性自证”，在玄奘唯识学中的直

接的对应理论并非“自证分”，而是“正智缘真如”。或者准确地说，玄奘唯识学

在道德问题上并不依赖于智之自证分 c，而一般的识的“自证分”亦未与道德问题

或解脱问题直接关联。

在此意义上，“反照智”的讨论与玄奘唯识学的“自证”的另一个不同，也在

于其是在讨论“智之自证”。如果说成实师、吉藏的论点还有明显的印度色彩，到

了《四论玄义》和灌顶的总结性论点则愈发显示出一种更为汉传佛教熟悉的思路。

这一思路可能可追溯至僧肇关于般若无知的论述，是讨论“圣智”；但若泛化，即

肯定一般有情也有类似的圣智结构，或说有能造作、能为亲因的“如来藏”，则可

对应于《起信论》的真如内熏或禅宗“明心见性”的论述等。这种思路简单来说即

a　 关于“二转依”理论，参见《成唯识论》卷十，T1585，p.54c23-p.55b6。

b　 参见吕澂、熊十力（1984），特别是吕澂的《复书二》、熊十力的《来书四》。

c　 玄奘唯识学中，集中讨论佛之问题的是《佛地经论》，其承认佛的四智相应心品也有四分（参见

T1530，p.303，b29-c4），但是其和熊十力乃至汉地禅宗等所讨论的“明心见性”性质上的“自知”有着根本不同的

定位，仍旧是被认为要“通照见分、证自证分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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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能所合一”，赋予“反照”这一过程以道德含义，使之与“道德性的自身意识”

发生关联。当然，这一问题已经超出本文的叙述范围，有待另撰文论述。不过，

我们还是可以简单总结问题域的对应：a

表 6：“反照智”的问题域

非道德性的自身意识 道德性的自身意识

反照智义 成实师的反照智结构 三论师、灌顶的反照智义

玄奘唯识学 识 / 智之自证分 正智缘真如 1

王阳明、熊十力 不关注 发明本心、本心自识

四、余论：“唯识学”的中国化方向

本文已展示出，在玄奘向汉地输入“自证分”概念之前，汉地已经通过罗什对

中观文献的译介，以“反照智”这一论题来对自身意识的模式问题有了相当程度的

讨论。这一讨论与玄奘传来的自证说相比，缺少了量论与存在论这两层含义，亦未

涉及陈那提出的“记忆论证”，而是聚焦于自身意识模式与其可能引起的无穷回退

问题。不过，这或许也意味着，反照智的讨论在当时汉地的文献条件下，已经到了

极致。可以看到，如吉藏的总结，与现代学者对印度佛教的自证说的总结高度相似，

或者说现代学者在总结此问题的逻辑可能性方面，某种意义上并未超越前人。这一

案例，为理解“唯识义学”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。

本文开头指出的将“玄奘唯识学”视为“印度”的两种观点，其实都看到了：

唯识宗与汉地其他义学团体的在某些问题上有交集，只是玄奘唯识学基本都反对汉

地的“主流观点”，比如著名的唱“五性各别”而反对“一切皆成”，比如本文中

提到的肯定“智如为二”而反对“能所合一”。但本文的研究指出，这种同一论题

a　这个总结仍旧是在玄奘唯识学思路中的，因为其“自证分”实际上也有一种对象化模式的倾向。这在窥基

的注释中体现的更为明显。玄奘独特义学创见之一的“变带”与“挟带”的区分，最初即起于回应“正智缘真如”的

问难，窥基的注释则将识分之间的相缘，包括一般意义上的见分缘相分、自证分缘见分、证自证分以及证自证分缘自

证分三种情况，参见傅新毅（2015：406-408）。如果将“自证缘见”和“正智缘正如”等同，后者既然被明确认为

是“能所为二”的对象化模式，那么“自证分”显然难以被直接解释为非对象性的认知模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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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差异，不能简单化约为“中国—印度”的差异，成实师、三论师也是用印度资源

（《中论》《成实论》等）进行阐释，并得到了自己的结论。而且仅就三论师对成

实师的“反照智”破斥与玄奘唯识学的“自证”说来看，三论师的批判很多也适用

于唯识宗，因为其批评早就被龙树应用了。

可以想见，在看到如成实师、三论师乃至天台对各种反照智义的批判后，玄奘

所传的“自证”说在当时汉地学人眼中看来，恐怕并非是理所当然的“印度正义”。

亦即，玄奘唯识学与汉地学说的冲突，并非单纯因为其想要原汁原味地传述印度瑜

伽行派学说，而毋宁说正是因为玄奘想回应汉地的义学问题，故而才有如此激烈的

冲突。

笔者认为，理解玄奘唯识学的中国化，正应先从这种“义学”角度切入，这体

现在玄奘唯识学想要回应汉地传统义学的问题，只是观点不同于后来编纂的佛教史

叙述中的“汉地主流”。但是，非主流和少影响，恐怕并不能简单归结为“不适应

中国思想”，因为从汉地义学论争来看，我们很难概括出一个统一的、无对立“中

国思想”——因为中国大地上的思想是如此丰富多彩、充满包容性与开放性。传统

的“佛教中国化”范式正是说，有一种所谓“中国思想”——如重视世俗道德、有

审美特征、重视所谓人生境界和体验、注重“圆融无二”，与其相符则谓“中国化”，

与其不符则谓“水土不服”。但是，中国思想内部——比如儒家思想——也有各种

“冲突”，但这并不妨碍重复的双方都作为中国思想，因为这种冲突恰恰意味着尝

试对“中国问题”进行不同的解答。因此，要理解玄奘唯识学的中国化，首先需要

做的是理解作为玄奘西行重要动机的六朝佛教义学论争，特别是成实师、毗昙师、

三论师、摄论师、地论师等义学团体的论争，了解玄奘之前的中国僧人面对着怎样

纷繁的义学问题，才能理解玄奘及其弟子如何通过译介印度经论来回应中国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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